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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腰杆够硬吗？
□本报记者 陈曦给腰肌止“损” 几个动作就搞定

记者： 请您讲讲引起腰肌劳
损的常见原因是什么？

高洋 ： 腰肌劳损主要是腰
部肌肉及其附着点筋膜的慢性损
伤性炎症。

引起腰肌劳损的原因， 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运动过程中的急性损伤， 比
如在进行日常锻炼时， 姿势错误
或者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
导致肌肉的牵拉伤 。 不及时治
疗， 容易导致肌纤维或者筋膜之
间的粘连， 从而出现腰肌劳损的
症状。 临床上有一些患者， 因为
急性腰扭伤没有合理的治疗导致
腰肌劳损。

长期坐位或站位的工作者、
弯腰工作者、 经常处于非生理性
位置下操作的工人， 腰肌长时间
处于高张力状态 ， 致使腰部肌
肉、 筋膜的损伤。

慢性肌肉劳损与环境也有一
定的关系。寒冷、潮湿等天气变化
都可诱发或者加重病情。

记者： 腰肌劳损一般有哪些
表现呢？

高洋： 不能长时间弯腰， 腰
部存在反复钝痛或酸胀感， 晨起
时稍重， 适当活动后减轻， 劳累
后加重， 气候变化症状加重。 腰
部有压痛点 ， 腰椎外形多无异

常， 轻者腰椎活动范围不受限，
重者腰椎活动范围受限。 下肢无
感觉、 肌力及反射异常。

记者： 对于腰部疼痛就诊的
患者， 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高洋： 在了解患者病史后，
医生会在病人腰部寻找压痛点。
压痛点主要集中在腰椎 、 骶棘
肌、 髂后上嵴等部位， 轻者压痛
多不明显， 重者伴随压痛可有一
侧或双侧的腰部肌肉的痉挛僵
硬。 由于腰痛的原因非常多， 我
们在确诊腰肌劳损之前， 还要通
过一些检查方式比如X线或是腰
椎CT、 MRI来排除腰椎本身存
在的一些病变情况。

如果我们发现腰椎的骨质序
列是正常的， 没有明显椎间盘突
出， 椎管狭窄等等一系列器质性
病变， 这个时候才能够确诊是腰
肌劳损。

针对有慢性腰痛的患者， 在
临床上常用X线检查， 一般情况
下， 多数腰肌劳损患者X线片无
明显异常， 一些年龄较大的患者
也需要测定一下骨密度， 一些骨
质 疏 松 患 者 也 会 有 慢 性 的 腰
背痛。

记者： 腰肌劳损症到底该怎
样治疗呢？

高洋：纠正不良姿势。注意不
能过度劳累 ，不要长时间坐或
站 。

康复治疗：
运动疗法： 在腰肌劳损的预

防及治疗中具有重要地位。 加强
腰肌锻炼， 增强腰肌肌肉力量及
弹性， 防止肌肉萎缩， 改善关节
活动范围， 减少腰肌损伤。

理疗： 对疼痛部位进行适当
的物理治疗 ， 包括电磁 、 超声
波 、 红外线 、 激光等 ， 具有消
炎、 止痛、 解痉的作用。

药物治疗： 主要为消炎止痛
药或镇痛药， 腰肌劳损严重者可
能还需要皮质类固醇、 非甾体抗
炎药等。

封闭疗法： 通过 对 压 痛 点
注 射 药 物 缓 解 疼 痛 。 临 床 上
常用0.5%～1%普鲁卡因加醋酸强
地松龙或醋酸氢化可的松作痛点
封闭， 封闭后症状减轻或消失。

中医推拿按摩疗法： 疏通经
络， 缓解肌紧张， 松解粘连， 从
而减轻疼痛。

手术治疗： 对各种非手术治
疗无效的病例， 则需要考虑手术
治疗。

记者： 生活中该如何预防腰
肌劳损的发生呢？

高洋： 保持良好姿势并及时

矫正异常姿势， 维持脊柱正常的
生理弧度， 避免腰椎过分前凸。
伏案工作时间较长时应及时调整
姿势， 避免腰肌疲劳。

生活中加强腰部自我锻炼，
例如屈曲、 伸展、 回旋运动等，
保持肌肉、 韧带的良好状态。 在
进行锻炼前 ， 注意做好热身运
动， 锻炼的次数和强度也要因人
而异。 锻炼过程中如出现腰部不
适， 应适当减少锻炼强度或停止
锻炼， 避免腰部损伤。

注意腰部的保暖， 避免腰部
受潮、 受寒。

不要睡过软的床垫， 保护腰
椎的生理曲度。

控制体重， 不要给腰椎过分
的负担。 平时多控制饮食， 防止
肥胖。

出 现 急 性 腰 扭 伤 应 及 时
治 疗。

腰肌强有力， 腰杆才够硬。
一定要细心呵护您的腰部， 注重
腰部健康， 远离腰肌劳损。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中老年人经常食用金针菇，
对身体健康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可
以稳定三高。 每百克的干金针菇
中含有1155mg的钾元素 ， 属于
一种高蛋白、 高钾， 且低盐低脂
肪的食材， 对稳定体内的血压水
平有益。 同时也是糖尿病患者、
高血脂患者食用的好食材， 在冬
天适量的食用， 可以预防心血管
疾病。

梨子可以说是水果界的 “矿
泉水 ”， 吃过梨子的人都知道 ，
梨子甘甜多汁， 口感极好。 就中
医来说， 梨子属性比较偏凉， 有
生津止渴的功效。 而且梨子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以及果胶， 适量地
吃点梨子不仅可以补充人体所需
的营养， 而且可以缓解嘴唇干燥
的症状。

嘴唇干燥吃些梨

不要迷信“原色纸巾”

颜色较黄的原色纸巾， 包装
上通常印有 “纯本色 ” “无添
加” 等字。 其实， 原色纸巾颜色
发黄是木素含量高， 未经漂白。
如果它的韧性高， 可能是加了增
强剂， 过量使用增强剂对健康有
一定危害。 因此挑选纸巾时不要
迷信 “原色”， 应该关注材料成
分。 通常， 原生木浆优于草浆、
废纸浆。

前一晚 “挑灯夜战”， 第二
天睡到中午是不少人的生活写
照。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对23万名
女性健康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发
现， 爱睡懒觉的女性患乳腺癌风
险较高， 早睡早起的女性患乳腺
癌风险低40%。 首席研究员丽贝
卡博士指出， 睡眠超8小时的女
性， 每多睡1个小时， 患病风险
反增20%。

中年人吃金针菇稳三高

女性睡懒觉易患乳腺癌

为主动防控丰台区预付式
消费领域消费风险， 研究预付
式消费行业消费维权工作的应
对措施， 深入开展好放心消费创
建 工 作 ， 优 化 丰 台 区 市 场 消
费环境， 1月23日， 丰台工商分
局消保科联合丰台工商所、 六里
桥工商所、 大红门工商所组织召
开了辖区内大型商超消费维权问
题监管告诫会， 辖区内16家大型
商超企业管理人员参加了此次告
诫会。

会上， 各大型商超管理人员

分别就预付式消费行业消费风险
防控、 纠纷解决措施以及本企业
落实 “两项维权制度” 的举措、
流程进行了发言与讨论， 并一致
认为分局消保科举办的各种法律
法规宣讲与培训活动对企业依法
合规经营具有重要作用。 之后结
合大家的发言， 丰台工商分局消
保科要求， 一是对于预付式消费
行业， 各大型商超在招商引资环
节应注重引进信誉度较好的连锁
经营品牌， 同时进一步完善预付
卡保证金制度； 二是各大商超应

尽到消费提示义务， 在经营场所
固定位置提示预付式消费风险；
三是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和消费
投诉信息公示制度， 引导商超内
的商户依法依规经营， 督促其积
极快速解决消费纠纷。

召开该告诫会， 有利于进一
步做好对预付式消费行业的风险
防控， 完善监管举措， 进一步提
升丰台区消费环境安全度、 经营
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 营造
更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石泰峤）

丰台工商组织召开
大型商超消费维权问题监管告诫会

腰肌劳损是临床
常见病 ， 腰肌功能的
好与坏直接影响到生
活质量 ， 所以腰肌劳
损的预防与治疗也十
分的重要。


